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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一部名为《米花之味》
的电影正在国内院线上映。 这样
一部无大牌明星加盟、小成本制
作的文艺片，可以说，对市场反
应并不抱太高期望。 然而，在上
映的短短两周内，该片“意外地”
收获了不少影迷的关注。 更有网
友留言表示，在国内外影片扎堆
上映的季节，《米花之味》给了他
们一份意料之外的惊喜。

实际上，在去年举办的首届
平遥国际电影节上，身为该电影
节主席的著名导演贾樟柯便现
身《米花之味》的首映式，向在场
媒体和观众力荐该影片。 最终，
《米花之味》 拿下该电影展中国
新生代单元的“最受欢迎影片”
奖项。

如果说在著名导演的“加
持” 下获奖并不能说明什么的
话，那么该片先后捧回俄罗斯电
影节优胜奖、 第 74 届威尼斯国
际电影节威尼斯日竞赛单元“特
别提及奖”和沃苏勒亚洲国际影
展的四项大奖，则是对影片的最
大证明。

这部影片的魅力何在？ 恐怕
在于其关注的留守儿童家庭之
痛打动了每一名观影者的心，而
帮助影片中母女二人重塑亲情
的社工，其原型也取材自云南当
地社会工作者。 确切地说，这是
我国内地首部社会工作题材长
片，它的上映得到了全国社会工
作行业的密切关注，包括中国社
会工作联合会、广东省社会工作
师联合会、山东省社会工作协会
在内的各地社工行业组织纷纷
组织了观影活动。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会长
宫蒲光指出，该片的公映，不仅

为公众奉献了艺术与精神的美
味，也必将成为推动社工事业健
康发展的可贵正能量。

一部电影推动一方社会工作

小小一部电影对社会工作
的推动能到达什么地步？ 33 年前
的香港给了我们这样一份答案。

1985 年， 由郑则仕导演、周
润发主演，新艺城影业公司出品
的电影《何必有我？ 》在香港上
映。 片中饰演社会福利署主任的
周润发和社工 KOKO 历尽艰难
帮助智障人士“肥猫”一家改善
生活， 但未能得偿所愿，“肥猫”
最终在悲剧中丧生。

《何必有我？》一经放映，大获
好评，影片不仅捧红日后 20 年经
久不衰的香港荧屏角色“肥猫”，
让其饰演者郑则仕获得第 5 届香
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更通
过震撼人心的社会问题将社工行
业推到了香港大众面前， 提升了
香港社会对社工行业的整体认
知。 片中，周润发的一句“要对工
作有热诚，要对人关怀”更被后来
不少香港本地社工铭记在心。

凭借这部影片，香港电影界
开启了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关注
弱势群体的先河。 翌年，德宝电
影公司乘势拍摄了《癫佬正传》
和《听不到的说话》两部影片，前
者反映精神病人及流浪者的生
活及康复之路，后者则记录聋哑
青少年的犯罪实况和出狱后的
生活。

仅仅两年时间，由于在香港
电影中的频频出场，社工在香港
成为被大众熟知的解决社会问
题的职业从业者，其身份和地位

都迅速得到了全港公众的认可。

“米花”的出炉之路

从《何必有我？ 》等系列聚焦
社工行业的电影，到《怒火街头》
《On Call 36 小时》 等频繁出现
社工的电视剧，电影、电视一直
是香港社工展示自身工作内容
与行业形象、赢得社会声望与影
响力的重要阵地，对推动形成香
港目前成熟的社会工作体系具
有不可小觑的作用。

不仅如此，内地观众和高等
院校社会工作相关专业的师生
也经常以观看香港影视剧的方
式， 了解香港社工行业发展现
状，与内地社会工作现状进行比
较。 在一份“社工专业必看的 50
部经典电影”名单中，就有 12 部
电影来自于香港地区。

由此，站在推动社工行业发
展的角度上来讲，内地也急需有
相关题材的电影登上大银幕。

不同于《何必有我？ 》中的城
市社工，《米花之味》反映的则是
内地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
写照，“米花”二字便取自云南当
地傣族的一种美食。

《米花之味》讲述了傣族留
守“问题儿童”喃杭与其务工回
乡的母亲叶喃重塑亲情、真正团
圆的故事。 在这对母女关系的重
塑过程中，社工的帮助是不可替
代的，而这段帮扶故事也取材自
云南当地的真人真事。

为了拍好这部影片，导演鹏
飞在电影开拍前，特意在拍摄地
沧源生活了一年时间，历经艰辛
得到当地村民的认可，期间还在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社会工作研究所所长向荣的帮
助下结识社工，和社工到一个个
村寨和学校进行走访，了解村民
的生活习俗和文化。

鹏飞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
“直白地讲社工是做什么的，可能
不会那么感染人”，他希望把社工
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包括自身

的矛盾、纠结都放在故事里。
在向荣的推荐下， 他来到云

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在沧源
的社工站，听社工讲述、跟社工一
起经历，平常就住在老乡家里。

鹏飞说：“在跟社工打交道
的那段时间里，我了解到他们很
长时间被家里人误解，村子里的
人也不了解他们是干什么的，有
时候会觉得他们多管闲事。 但社
工是真心在为村子里的人服务，
我们看到了当地从不了解到慢
慢接受社工的过程。 ”

你是否品尝出了“社工之味”？

4 月 20 日，《米花之味》一上
映即引发内地社工行业广泛关
注。 除多地社工协会组织工作人
员观影外，普通观众也通过这部
电影了解到目前内地社工的需
求、工作内容以及面临的困难。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会长
宫蒲光在观影活动中表示，鹏飞
导演以一种舒缓、温情、暖色调、
润物细无声的艺术手法与大家
一起用心去探讨留守儿童的心
灵成长、女性在工作与家庭之间
的平衡、传统与现代的碰撞等社
会问题，这不仅是鹏飞导演和制
片团队的心血之作，也是弘扬社
工精神的精品力作。

宫蒲光指出，《米花之味》充
分展现了社工机构和社会工作者
扎根当地， 用专业知识和技能协
助村民直面困难、重塑信心，帮助
他们解决问题、摆脱困境的努力，
凸显了社会工作在构建美好和谐
社会中的重要意义。影片的公映，
不仅为公众奉献了艺术与精神的
美味， 也必将成为推动社工事业
健康发展的可贵正能量。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国家开放大学社会
工作学院院长、《公益时报》社社
长刘京也表示，目前政府层面对
社工高度重视、社会对社工有很
大的需求，但在社工服务落地的
过程中还有矛盾，比如社会认知

的不够等。 传统的宣传方式偏重
说教，不容易被接受。 电影是非
常好的一种表现形式， 通过电
影，可以潜移默化地让大家理解
什么是社工、对社工的需求在哪
里，将社工的理念渗透到社会的
各个层面。

据了解，截至 2017 年，我国
共开发了 312089 个社会工作专
业岗位， 设置了 36485 个社会工
作服务站，成立了 7511 家民办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和 750 家社会
工作行业协会。 全国取得助理社
会工作师和社会工作师证书的
人员共 326574 人。 单 2017 年一
年，全国社会工作投入资金量就
达 51.1 亿元。

从数据来看，我国对社会工
作的重视程度在逐步加大，社工
也在去年被正式纳入国家职业
资格名录，但社会公众对社工的
认知仍十分有限，社会弱势群体
也尚未和社工广泛建立起互动
关系。

社会工作的推动过程不是
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希望有更
多像《米花之味》这样的电影来
为这个过程添砖加瓦。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
学院社会工作研究所所长向荣
表示，这部影片虽然不是以社会
工作者为故事主人翁，但对描述
社工所处社会环境和议题提出
了深刻的认识及反思，并提出了
在此处境下对社会工作本土化
的反思。

“电影末尾母女二人在石洞
的那段舞无形验证了一个傣族
社工所说的———用我们的文化
治疗我们自己的创伤。 社会工作
者正是发挥了使能者的角色，从
个人、家庭和社区层面促进各自
发挥自身的力量，从鼓励叶喃当
本土社工，协助社区为重病女孩
筹款，在傣族老乡无法进入深山
之际，带动大家继续跳舞，鼓舞
大家，让傣族的个人、家庭和社
区培养和发挥解决问题的能
力。 ”向荣说。

4 月 20 日，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会长宫蒲光（左五）出席《米花之味》在北京王府井的观影活动


